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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荣成11月14日讯(李沣
彧 王晓惠) 连日来，石岛管
理区园林部门积极组织开展城
区景观苗木的防寒养护工作。

按照冬季苗木管理计划，
园林工人集中对新老城区所有
主干道两侧各类大乔木进行越
冬涂白，防止冬季病虫害发生。

园林工人在石岛城区主要道
路、公园、花箱内栽植耐寒性强
的观赏花卉羽衣甘蓝8万多棵，
为城区添上了一抹亮丽色彩。

园园林林栽栽植植耐耐寒寒花花卉卉

本报荣成11月14日讯(夏英
华) 自去年以来，石岛管理区
将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改造作
为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点民生工
程来抓，坚持试点引导、全局规
划，计划用3年时间在全市率先
完成2-3万户农村户厕改造工
程。通过精心组织、合力推进，
改造工作取得了卓越成效。截
至目前，管理区已完成了辖区
88个村庄的改造工程，1 . 6万
户农村群众受益。

连日来，在位于宁津街道
镆鎁岛的岛东耩、岛西庄、金
庄等村的农村改厕施工现场，
施工人员抢抓当下良好的建
设节点加紧对各村群众的农
厕进行改造，预计本月底，这

几个村的改造工程将全部完
工，届时辖区群众将能用上干
净、方便、卫生的新式厕所，其
生活环境和质量也将会得到
进一步改善。为了解决农村群
众的后顾之忧，并把此项惠民
工程落到实处，管理区从实际
出发，因地制宜地在东山、宁
津街道选择7个村800多户作
为全区户厕改造工作示范点
进行了前期改造，组织各街
道、各村居代表进行学习观
摩；同时，管理区还充分利用

《渔都石岛》报、微博、微信等
媒体以及发放宣传资料、举办
改厕知识讲座等形式，加大对
改厕政策、改厕意义及作用的
宣传力度。目前，全区已有88
个村庄完成了改造工程，直接

受益群众达到了1 . 6万户。到
2017年底，将有近3万户农村
群众用上抽水式厕所，届时他
们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水
平将得到大幅度改善和提升。

在具体的实施工程中，管
理区率先组织辖区直属部门和
各街道到我市先进乡镇进行观
摩学习，结合典型经验和自身
实际，按照各村居的不同情况
实施了聚乙烯三格化粪池、模
块化三格化粪池、集中污水处
理三类改厕工程，切实满足广
大农村群众的需求。同时，管理
区还组织开展改厕技术培训十
余次，邀请我市相关技术人员
对改厕施工队伍进行科学地技
术指导，严格技术规范，从技术
层面确保改造质量。

石石岛岛管管理理区区推推进进村村户户厕厕改改造造
目前，已完成88个村庄的改造工程，1 . 6万户村民受益

消消防防演演练练进进校校园园

师师生生共共筑筑安安全全防防线线

本报荣成1 1月1 4日讯
(王丽君 汤丽媛) 11月9
日是全国消防日。连日来，
石岛管理区组织各学校开
展消防演练进校园活动，对
学生进行意外突发事故应
急自救、互救和安全疏散知
识培训。

近日，在市二十三中学
区，学校模拟主教学楼突发
火情，立即启动消防应急预
案，发送火灾警报。各年级
学校在老师的指导下，用毛
巾、手帕等捂住口鼻，弯腰
快速有序地撤离到学校的
安全地带。同时，石岛消防
中队、石岛人民医院接到通
知后，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
场，对受伤人员进行救助并
对火情就行控制。演练结束
后，消防中队的官兵还针对
演练过程的问题以及灭火
器等器材的使用进行了详

细讲解。
据了解，正值全国消防

日来临之际，为加强全区各
学校安全防范教育，提升师
生在突发性火灾发生时的
安全防范应对能力，管理区
组织辖区各中小学开展了
包括火灾疏散逃生自救、紧
急避险等项目的消防演练进
校园活动，并联合消防、公安
等部门安排专业人员深入学
校详细地讲解安全隐患的排
查、火灾的预防、正确报火
警、灭火器使用方法、逃生
自救等消防安全知识。通过
各项演练，进一步增强了全
区广大师生关注消防安全、
重视消防、参与消防的安全
意识，积累了处理应急突发
事故的宝贵经验，提高了应
对突发事件的自护自救技
能，为打造“平安校园”筑牢
了消防安全防线。

杨红樱阿姨的笑猫日记系
列童话书我很喜欢，特别是《永
远的西瓜小丑》这本书，更是让
我爱不释手，我一口气就把它
读完了。书中的情节生动奇幻，
西瓜小丑的命运也是跌宕起
伏，我的心情随着西瓜小丑的
遭遇忽上忽下，怀里犹如揣了
一只小兔子蹦蹦直跳。

我特别喜欢西瓜小丑，他
是一个杂技演员，长得可滑稽
呢，你看他：黑眼圈，红鼻头，
头顶绿鹦鹉，身穿绿底黑条的
西瓜服，这样的他还没表演就
会引来孩子们的尖叫。我喜欢
他不但是因为他逗人的外表，
最重要的是他有一颗爱孩子
的心。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善
良的好人 ,却因为他的表演深
得孩子们的喜爱遭到了马戏
团坏人的嫉恨，他们通过肮脏

的权钱交易给西瓜小丑安上
了一顶莫须有的罪名—“勾魂
罪”和“勾心罪”，并且将他关
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翡翠湖
心孤岛上，强令他不得从事马
戏表演，不得生活在有孩子的
地方。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的
内心充满了对西瓜小丑的同
情，同时对马戏团坏人及法官
狼狈为奸的行为感到无比的
愤怒，我真想立刻变成法力无
边的神仙飞到他们的世界，用
我的神奇力量匡扶正义，让坏
人坦白罪行，还西瓜小丑一个
清白。但好在那个世界还是有
爱的，最终西瓜小丑得到了绿
毛龟的帮助，重新见到了孩子
们，继续从事他的表演，继续
给孩子们带来快乐，最终走进
了孩子们的心里。

西瓜小丑是不幸的同时也

是幸福的，不幸的是他受到了
坏人施加在身上的不公平待
遇，幸福的是他为孩子们付出
的同时收获到了大家的爱，这
份爱是纯真无瑕的，这份爱是
让人动容的。这份爱也给了我
们一个启示，那就是帮助别人、
幸福自己。想想我们的这个社
会不也需要多几个像西瓜小丑
这样的人吗？俗话说得好，赠人
玫瑰手有余香。我相信只要我
们每个人都向西瓜小丑学习，
怀揣正义善良之心，无私奉献，
那么帮助别人的同时也会幸福
自己，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温暖。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只
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
变成美好的明天。我会努力做
到，希望大家也会。

荣成市实验小学
四年级二班 周一鸣

帮帮助助别别人人幸幸福福自自己己

本报荣成11月14日讯
闲置物品扔了可惜，贱卖给收
废品的又难免心疼，为调剂互
换闲置物品，做到物尽其用，
11月13日，齐鲁晚报荣成资讯
小记者团举办了第二届跳蚤
市场换购会。

13日9时，琳琅满目、物美
价廉的书籍、玩具、学习用品、
手工DIY已经摆满了整个活
动中心。换购还没开始，小记
者们就已经迫不及待了，不时
地拿拿这个，看看那个，每个
都爱不释手。本次换购会分为
三轮：第一轮每位小记者依次
介绍自己的商品，第二轮摊主
介绍四个摊位的商品，最后自
由换购。活动还设有最佳推销
奖和最热情摊主奖两个奖项，
奖品由荣成水岸名邸房产赞
助。

活动开始了，小记者和摊
主们认真地推销自己的商品。

“小老板”们最期待的是买主
能够喜欢自己的东西并愿意
掏钱买走，收到钱的那一刻，

“小老板”们别提多有成就感
了！一年级的赵则霖同学虽然
不是小记者，却是第二次参加
我们的换购活动，介绍得有模
有样，他说：“跳蚤市场活动真
好玩，下次我还要来参加。”

“我带的全都卖出去了！”来自
蜊江小学的刘宗铭也是第二
次参加活动了，他高兴地拿着
赚的钱到别的摊去淘宝了。

“来参加跳蚤市场真开心！”来
自实验小学的张桐溢说：“我
带的都是书，就剩一本没卖出
去，其它的都和别人换购了。”
一张张脸上写满了快乐。近两
个小时的换购活动成功置换
物品数十件，价值383元。来自
世纪小学的刘卓君以73元的
总成交价获得最佳推销奖，当
问及经验时，他谦虚地说：“商

品要多，要有知识性，我带了
10多件，大部分都是书。”

小记者们快乐体验，父母
们高兴相陪！小记者们除了淘
到了各种书籍、学习用品、玩
具等实惠的东西，也在交流中
锻炼了勇气、沟通表达能力、
自信心、简单的应变能力，让
小记者们充分体验交易中的
智慧和快乐。小记者们满载而
归，活动圆满成功。

小小记记者者““摆摆摊摊””跳跳蚤蚤市市场场当当““老老板板””
我我是是家家中中的的““消消防防员员””

火，给予我们温暖和光
明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
灾难。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安
全用火用电，就会产生很多
火灾隐患，如玩打火机、随意
放鞭炮、电源插座插得满满
的……我们应该努力消除各
种火灾隐患，防范火灾的发
生。

有一次，我和爸爸妈妈
去加油站加油。可加油的时
候，我发现妈妈竟然还在玩
手机，我急忙严肃地制止妈
妈说：“在加油站里使用手机，
是会引起火灾的！”妈妈听后
立即把手机收进了包里，还
表扬我说：“清优，你的消防意
识真强呀，多谢你的提醒，我
以后一定会注意。”

还有一个星期六，姥姥

在家做中饭，刚把油倒入锅
中，正好有电话打进来，她未
关火去房间接电话，等她接
完电话回来时发现油锅起火
了。我听到动静后立马从房
间飞奔出来，看见姥姥正准
备往油锅里浇水，我急忙制
止了她，拿起锅盖盖到油锅
上，火立即熄灭了。事后我告
诉姥姥：油锅起火不能用水
灭火，因为油比水轻，一浇水，
油浮到水面会继续燃烧，应
该用锅盖或湿布灭火，火没
有了空气就会停止燃烧。

经过这几件事，我发现
在学校学习的消防知识真有
用。爸爸妈也夸我是我们家
的“小小消防员”。

府新小学
四年级三班 郭子瑜

小记者作文

小记者作文
市第六中学以“119消防

宣传日”为契机，拉开冬防序
幕。来自消防部门的警官以
实际案例引入主题，分析普
通人面对火灾时错误的处理
方式并予以纠正。 姜雪娜

近日，市第六中学开展
“家长开放日”活动。

姜雪娜
11月12日，在市第二实

验中学心理教师自发组织的
诚善思行成长营活动现场，
来自40个家庭的父母和孩子
参加了此次活动。这项公益
活动已成功举办了25期，学
校尝试通过多样的形式，让

“家人们”学会倾听，学会尊
重，体验成长的快乐，付出的
幸福。 张宗芹

为教育引导学生养成良
好的节约习惯，市第二实验
小学开展了以“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为主题教育活动，
携手共建节约型校园。

张丽娜

日前，荣成市实验中学
邀请荣成市检察院检察员到
学校开设法制讲座，为该校
2800多名同学带去了成长正
能量。 李明

11月11日课间操，荣成
市实验中学政教副校长利用
谭间操时间对全校学生进行
了有关纪律、卫生等养成教
育方面的教育。

肖爱玲 岳秀峰
11月10日，“《课堂内外》

爱心公益大讲堂”走进了石
岛实验中学。全校2000多名
师生、家长参与了此次活动。

张金玲 吴君
冬季是传染病的多发季

节，为保障学校师生身体健
康和生命，市25中学采取得
力措施，做好疾病预防控制
工作。 姜燕

近日，石岛实验中学邀
请社会各届代表参与监督评
议学校教育工作。

周文军 慕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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